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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xperiential train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 prosperous way, gradually 

transitioning from adult training to adolescents. Especially the summer camps and winter camps for 

the holidays have been popular among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n the experiential training entered 

the classroom of student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trend. Guangdong Province BiGuiYuan School is 

also introducing this kind of learning style, taking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doing middle school, 

learning first, cultivating students' willing character and way of thinking,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udents, and enhancing team cohesion. 

 

 

体验式训练进广东碧桂园学校课堂可行性分析 

陈歌 1a，王钧 1b* 

1 云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昆明，中国 

Aemail：839995160@qq.com, cemail：158291721@qq.com 

*通讯作者 

关键词：广东碧桂园学校；体验式培训；学校课堂 

摘要：近年来，体验式培训做得是风生水起，逐渐从成人培训过渡到青少年。特别是假期的

夏令营和冬令营，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捧。那么体验式培训进入学生的课堂也逐渐成了

一种趋势。广东碧桂园学校也在引进这种学习方式，以学生为主体，在做中学，先行后知，

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和思维方式，加强学生间的沟通与合作，增强团队凝聚力。 

1．引言 

拓展训练，又称体验式培训。起源于英国海军的军事拓展训练，当时经过训练的海军部

队在身体素质和心理抗压能力上都有了很大提升，当战争来临时，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到

了和平年代，许多管理学和行为学专家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将体验式培训逐渐发展成为专

门的课程，并将其中的一些项目应用于企业培训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绩效，强化了

管理。 

早在 1995年体验式培训从国外引进大陆，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

加强团队的凝聚力，员工的执行力方面。但其主要集中在成人培训中，包括不少高校也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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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推行这类型的培训，它有利于促进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给予学生就业指导方向，增加社会适应性和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体验式培训进入学校，并进入学生的课堂，这在国内还是新鲜事。但碧桂园集团有教育

情怀，拥有合理的管理和运营模式支持。广东碧桂园学校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特别是学生

的领导力，包括做决定、计划技巧、问题解决、个人特质、价值澄清、尊重关怀、口语沟

通、书写沟通和团队动力九大领导力，这是常规课程给不了学生的，但是体验式培训能将这

些领导力的方式，通过课程的形式带给学生们。以体验式培训开展的方式将素质拓展，融入

到学校的课堂中去，让学生能在校园内接受到培训，这也为体验式培训进入课堂提供了可

能。 

2.体验式培训在广东碧桂园学校开展现状 

2.1 体验式培训进入学校 

1992 年，广东碧桂园学校成立，与北京景山学校合作，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借助名

校的名牌和雄厚的师资力量，打响了教育带动地产的第一枪。1994 年至 2010 年，学校树

立起了两座丰碑：一是成功构建了“十二字”教育模式：保证基础，发展个性，服务社会；

二是成功引进了 IB 全人教育课程。2011年，学校创办者要求广东碧桂园学校进行“二次创

业”，首次提出了“要把广东碧桂园学校办成教育行业中的‘奢侈品’”，要继续深化教育

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促进学校内涵发展，提升学校办学品位，建成中国名校和世界名校[1]。 

2012年至 2017年，广东碧桂园学校开始引入体验式培训，在每年 9月初，开始对高中

部的学生进行为期 5天的体验式培训。期间会给学生安排趣味运动会和一些拓展项目，第

一：为了让学生收心，经过近 2个月的暑假，大家都有着不同的经历，经过一次活动，让大

家把心思投入到学习中来；第二：加强集体荣誉感，整个拓展活动，是以班级为单位，班级

成员在活动中通过团结协作和相互沟通，增进彼此了解，相互信任，从而熔炼团队；第三：

激发自我的潜力，在拓展活动中，每个环节都需要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在不断投入过程中，

也一次次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短期大强度的培训，能让学生有一定的感悟，但体验式培训

中没有对与错，能收获多少，主要在于个人投入多少。 

2.2 传统课堂没有对领导力的要求 

中国式教育以文化知识教授为核心，大多数父母都想自己的孩子多读点书，接受更多的

教育，对于语、数、英、政、史、地、物、化、生等这些传统的学科来说，花心思、花时间

在这些学科上面是很重要的，这是升学的关键，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当公务员或者教

师，都是不错的职业，也是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愿望。领导力这个词，许多家长是没有考虑到

的，觉得孩子读的书多了，了解的知识多了，自然就会拥有领导力了。其实不然，领导力是

需要培养，不断学习，不断经历。广东碧桂园学校致力于学生全面发展，课堂上安排许多精

品课程，课外也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但对于领导力的要求几乎没有，因为这很难实现，

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来支撑。 

2.3 课外活动丰富 

广东碧桂园学校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每年学校会组织研学活动，前往国内外的风景区

和知名大学进行研学活动。学校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鼓励学生个性化发展，开展多类课程

供学生选择。每年假期，学校还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前往贫困山区进行支教活动，让学生感受

乡村生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目的是让孩子时常抱有一个感恩之心，做一个对社会有

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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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体验式培训在广东碧桂园学校开展影响因素 

3.1 教育理念 

广东碧桂园学校培养的是拥有“国际思维，中国灵魂”的学生，这是学校的教育理念，

学校的领导者对于教育理念的贯彻至关重要。学校培养的是国际化人才，因此领导者能接受

新鲜的事物，特别是这些先进的教育思想。学校也在不断的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引进国外先

进的教学理念和思想，然后将其本土化。教育理念的传递，是信念植入的过程，要想学生能

快速成长，需要的是教育工作者将学校的信念传递给学生，将学生的知识库填入新的东西。 

3.2 师生有需求 

 大部分学校的目标是：学生在毕业后能适应社会，能被社会所接纳。而广东碧桂园学校

培养学生的目标不一样，他们想集中力量将学生培养为社会的精英，社会的引领者。作为一

个民办学校，作为一个贵族学校，这是学校的使命，同时也是家长对学校的期待，家长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赢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愿意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学生也更希望

能多接受一些新鲜的课程，因为孩子的天性就是喜欢玩，既能学习新知识，又能开心玩耍，

学生还是很愿意接受的。 

领导力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就是影响力，能影响多少人，取决于我们的能力，这需要的

是综合素质，要想突破重围，就得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领导力。因此，学校也为了学生的进一

步提升，将体验式培训引入课堂。将领导力提升的课程分为九个子课程，夯实好每一门课程，

让学生亲自去体验，在体验中得到成长。 

3.3 师资队伍 

一门课程的安排，师资队伍肯定少不了的，基于前几年广东碧桂园学校和校外的拓展培

训机构合作，开展了6年的短期拓展培训，培训机构的能力肯定是具备的，选择合适的机构

合作就行。但是体验式培训进入校园，真正给学生上课，并且会针对1至12年级的学生，年

级层次跨度很大，还存在少部分外国学生，不仅需要培训师具备拓展训练经验以外，还需要

培训师了解学校教育学的知识，对学生培训有一定的经验。 

3.4 课程安排 

体验式培训进入校园，肯定会带有目标的，而广东碧桂园学校的目标是，想通过体验式培训来

提升学生的九大领导力。课程安排横跨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包括中国课和国际课。在校的12

个年级，160个班级，每个班级26名学生，每次2个班级52名学生一起开课。九大领导能力融入到每

个阶段中去，每个阶段不断对其进行强化，课程的内容在每个阶段安排也是不一样的，由易到难，

由低空到高空，由小组到团队大融合。 

不同的阶段需要面对学生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小学阶段：学生身心逐渐发育，容易出现以自我

为中心，需要正确的引导；初中阶段：学生身体迅速发育，开始出现逆反心理；高中阶段：身体各

器官逐渐成熟，心理特征表现是复杂的。渴望得到关注，又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学校每年会提

供一定名额的出省，甚至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学校会把各种资源对接好，但是外出的费用需要学

生自费，由老师带领一起出去交流学习。除了常规的体验式课程安排外，还有下面的一些 

特色课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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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体验式课程安排表 

 

3.5 资金来源 

2018 学年入读中国高中课程的新生，100%享受优惠，优惠后学杂费如下：普通高考生：

4.8 万元/学年；港澳台侨外籍生：4.8 万元/学年；艺术高考生：5.3 万元/学年。[2]从学校的

收费标准来看，这是学校的一笔可观收入。为学校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现如今广东碧桂园学校是由企业独立进行运营，只对学校进行运营管理，专人负责专职，师

生配备标准是 1：6，平均 1个老师对接 6个学生，这种导师制的师资投入，一般只出现在我

国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学校愿意花大量人力和财力付出，将学生培养成精英，将学生送入

更高的平台时，学校的口碑也打造出来了。品牌的力量是强大的，况且孩子的教育没有回头

路，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因此，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去广东碧桂园学校就读。 

3.6 器材设备 

广东碧桂园学校有一个400米的标准塑胶田径场和一个200米塑胶运动场，还有一个

2400m2的室内综合体育馆，室外标准泳池和室内泳池多类运动场馆等。 

2017年底，广东碧桂园学校开始为体验式培训开展采购各种器材设备，预计2018年9月

份开始投入使用。低空绳索挑战项目设施，包括甜甜圈、隔岛跃进、黑羊白羊等；高空绳索

挑战项目设备，包括天空之岛、巨人梯、节节高升等；攀岩墙项目器械，包括攀岩墙一套

等。学校还规划出大片的区域，用于保障体验式培训的顺利开展。 

3.7 安全事项 

无论校园开展任何活动，安全是把利剑，时刻需要注意。培训师是每次课程的负责人，

在每次课程开始之前一定要对活动的器材进行检查。特别是高空绳索设施，课堂中要注意对

安全事项的强调，提醒学生时刻注意自身安全。在活动开始前，做好安全调查，看有没有身

体不适的学生，让其私下和培训师沟通，以免出现安全事故。 

在活动进行过程中，关注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鼓励学生挑战自我的同时，注意学生反

馈的信息，一切以安全为前提，做好安全预案。 

一旦出现安全事故，首先要做的是:第一，停止学生的一切活动，将学生立即转移到安

全的地方；第二，让班长或其它班干部过来协助处理受伤的学生，旁边的培训师先组织班级

的其与学生去别处活动；第三，培训师和班长或其它班干部一起送学生到学校医务室，进一

步了解伤情，若无大碍，由班干部协助处理即可，若伤情严重，马上打电话通知班主任，让

班主任再通知其家长；第四，若情节很严重，需要进一步检查，则让医务室打电话给120，

培训师也需要陪伴前往医院了解进一步伤情，直到班主任或家长到来，交接好后，方可离

开。 

营

地

教

育 

军旅少年行、军事体

验训练营 

 

中国少年骑兵营、骑

马射箭滑伞 

自然探索成长营、森

林知识自然探究户

外技巧 

乡村野趣营、体验农耕文化 

 

主

题

课

程 

大草原深度穿越+沙

漠徒步毅行 70KM 徒

步穿越+骑行 

沙漠徒步毅行沙漠

越野+徒步+拍电影 

荒野行动体验营、原

始森林、探险体验 

高尔夫球、

主题课高端

户外体验 

棒球、体验课

程、竞技与智

慧的结合 

研

学 

家风建设、了解家

风+践行家风 

文化传承、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 

历史探寻、了解过

去+认识现在+把握

未来 

名人故居、文化熏陶+游学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215

342



4. 建议 

4.1 关于培训师 

广东碧桂园学校国际部存在一部分外国学生，有来自日本、澳洲和韩国等地区。为了培

训能更好的进行，第一：对培训师的要求更高，需要培训师具备一定的英语口语沟通能力；

第二：培训师角色需要转变，体验式培训进入校园，与校外的社会拓展不一样，学校对学生

时间要求严格，要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来进行。 

4.2 做好应急预案 

体验式培训很多活动都是在户外开展的，特别是一些高空绳索项目，危险性很大。除了

培训师特别强调外，第一：需要给参加活动的学生购买当天活动保险；第二：向学校医务室

备案，提前熟悉学校附近的三甲医院，防止突发状况发生；第三：课前做好危急状况演习，

防止突发状况到来不知所措。户外体验式培训比一般的体育教学危险性更高，课程之前更应

该让学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做好危机预演，一旦发生意外事故，也能从容应对。 

4.3 建立反馈机制 

体验式培训进入校园的参考资料较少，学生能有多少收获，学生的反馈如何？这些都需

要在培训中不断跟进。建立一个良好的反馈系统，将学生—培训师—班主任三者联系起来，

让培训融入到学生的学习中，使培训不仅仅是孤立的，它更像是课堂的延伸，是为教学，为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服务的。培训师在这个反馈系统中作为一个桥梁，连接着学生和班主

任，根据学生的表现和班主任所看到的现象，来调节课程的安排，针对性的给予学生指导。 

4.4 整理相关资料 

一门新的课程进入课堂，相关的资料整理很关键，培训有没有收获不是哪一个学生说得

算，也不是老师能决定的。那么，这就得通过一些数据来呈现，这些数据从何而来？这就需

要培训师和班主任互相配合，培训前进行问卷调查。第一：将学生培训前与培训后进行对

比，看学习成绩是否有提升；第二：学生的体能和综合素质是否有变化；第三：看班级氛围

是否有变化，团队凝聚力是否有加强。将一些数据量化，这就需要前期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用数据来说话，给学生，给家长，给学校一个满意的答卷。 

5. 结语 

体验式培训进入课堂，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广东碧桂园学校属于民

办学校，只需要对学生和家长负责，同时也有资金支持各项活动的开展，这是它的优势。 

体验式培训在广东碧桂园学校开展是必然：第一，体验式培训已经进入广东碧桂园学校

几年了，每年都会有短期的培训，这足以说明它是有很大的魅力；第二，学校已经规划出体

验式培训区域，并采购许多高空设施，大都已建成，可投入使用；第三，学校的定位以及领

导者，对新的教学思想接受程度都是开放性的。但是体验式培训在中小学的开展，还一直没

有突破口，我相信在广东碧桂园学校，能开启体验式培训进入民办中小学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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